
提高身体的平衡和协调力
轮滑时， 人要把整个身体的重量
放在轮滑鞋的轮子上， 尽力让身
体保持平衡， 防止摔倒。 在不断
的练习中， 人的平衡和协调力会
得到很快的提升。

增强心肺功能 轮滑运动大
多都是户外运动， 不仅能呼吸新
鲜空气， 促进新陈代谢， 改善氧的
供应， 而且能提高呼吸器官的工
作能力， 从而增强人体心肺功能。

对于关节损伤小 轮滑对关
节损伤小于跑步， 特别是它的趣
味性和对全身灵活性的锻炼效果
都比跑步更易使人感兴趣和容易
坚持。

缓解压力、 愉悦身心 在学
习轮滑过程会有跌倒的情况发
生， 而在跌倒和爬起之中， 可以
产生人对挫折的抗压性， 有益于
发展良好的心理品质。 无论是对
于儿童还是成年人， 轮滑运动都
可以愉悦心情、 放松神经、 排遣
压力， 具有休闲、 娱乐和健身等
多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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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三

1. 练习轮滑前， 应先做好
准备活动， 尤其是手腕和下肢
各关节及韧带， 要充分活动开。

2. 新手练习时应戴一些防
护用具， 如轮滑专用的护腕、
护肘、 护膝及头盔等。 现在很
多体育用品商店都有这种轮滑
的专用护具。

3. 练习前要检查轮滑鞋的
螺丝等紧固部件， 以免滑行中
因轮滑鞋出问题而受伤。

4. 禁止做危险或妨碍他人
的动作， 特别是在人多的公共
轮滑场内， 如几人拉手滑行，
在速滑跑道上逆行或与大家滑
行方向逆行， 在场内横插乱窜、
追逐打闹、 突然停止等， 这都
是既妨碍他人， 自身又容易发
生危险的事情。 如果在公路上
滑行， 更要注意交通安全， 最

好要在人车少的地方练习。
5. 学习轮滑时摔跤是不可

避免的， 但要学会在摔跤时做
好自我保护。 方法是： 当要向
前或向侧摔倒时， 要主动屈膝
下蹲， 用双手撑地缓冲， 减小
摔倒的力量 ； 当要向后摔倒
时， 也要主动屈膝下蹲， 降低
重心， 尽量让臀部先坐下， 并
注意保护尾骨处， 同时低头团
身， 避免头部向后仰磕地； 摔
倒时应尽量避免直臂单手撑
地， 这样很容易损伤手腕。

6. 初学者应在初学场内或
规定范围内练习 ， 或尽可能
在人少的地方练习 ， 不要任
意滑行 。 初次学习轮滑时 ，
最好有滑行熟练的同伴或教
练进行辅导。

陶莎

洗头后干了再梳 洗头时， 发丝膨
胀， 变大变软， 平时附着在毛鳞片上起润
滑保护作用的油脂也都被洗去了。 这个时
候梳头， 发丝间摩擦增大， 毛鳞片就容易
张开、 翘起， 继而受损。 因此， 一定要在
彻底晾干后再梳头。

不要一梳到底 有些女性头发比较
长， 通常是从上到下一梳到底， 容易导致
头发被拉扯断或者掉发。 应先用手握住一
截头发， 然后从头发的中间部位慢慢梳向
发尾， 梳顺以后再从发根开始梳。

短发也要梳 有人认为只有长头发的
人才需要梳头， 而头发比较短的人不用梳
头， 尤其是许多男性基本上不会刻意梳
头。 其实， 短发也要常梳， 以促进头部血
液循环。

梳梳头皮 头部上有近 50 个穴位，
梳梳头皮能起到按摩作用， 可使头部经络
气血通畅， 加强头皮经络系统与全身各脏
器间的沟通。 梳头皮还能去除浮皮、 皮脂
上的汗腺分泌物、 微生物， 对于保持头部
清洁以及促进皮脂分泌有很好的作用。

不能随意乱梳 梳头应当从前额梳
起， 不论梳中间还是两侧， 都应当经过前
发际线， 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 这样才
能有效疏通经络。

胡佑志

夏秋交接时是各类瓜果大量上市的时
节。 它们不但是时新蔬果， 更是美容佳品。
下面就向大家介绍六种利用瓜果美容的小
方法。

黄瓜减肥润肤 需要减肥者， 可在每
日 3 餐时把黄瓜当菜食用， 也可平时适当
吃点新鲜的生黄瓜。 因黄瓜卡路里含量
低， 加上运动辅助， 坚持食用一段时间就
能获得明显的减肥效果。 面部皮肤粗糙
者， 每天早晚两次用鲜黄瓜切成薄片， 敷
在清洁的面部， 停留 10～20 分钟将其洗
掉， 可使面部皮肤柔嫩光滑。

苦瓜治扁平疣 把苦瓜剖开， 取出瓜
子， 放进酸菜水内浸泡一夜， 次日早晨取
出， 切成丝或片状， 加入适量调味品， 放入
油锅爆炒 1分钟当菜食用， 1 日 1 次， 每次
100克， 多者不限， 连用 20天左右即可。

西瓜皮治痱子 面部及手皮肤不适或
生长痱子者， 用西瓜皮擦脸、 擦手， 停留
10～15 分钟后 ， 用清水洗净 ， 每日 2～3
次， 不仅能养肤美容， 还能消除痱子。

丝瓜汁除皱纹 用丝瓜汁和酒精、 蜂
蜜各等分混合一起， 搅拌均匀， 洗净面
部， 将配好的丝瓜汁擦在面部， 待晾干后
再用净水将其洗去， 早晚各 1 次， 连用一
个月， 可以有效消除面部皱纹。

番茄使面红润 面色泛黄者， 每天两
次用番茄捣取其汁洗脸， 能使面部皮肤洁
净光泽。 每天用番茄汁一杯， 加入 5 克左
右的鱼肝油内服， 连用数十天， 可使面色
红润。

茄汁治疗雀斑 面部长有雀斑和身上
有汗斑者， 可在清洁皮肤后， 用白茄子适
量捣烂取汁敷用， 一日 2～3 次， 坚持久
用， 能淡化斑点。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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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头学问多

轮滑， 又称溜冰、 滑冰， 现今几乎成为了全民运动， 小区
里、 公园里、 广场上、 街边到处都可以看到轮滑的身影， 一些
商场里也出现了真冰轮滑， 之所以这么多人热爱轮滑， 是因为
它具有趣味性， 且对人们的健康具有许多积极促进作用， 能够
帮助人们排解压力、 愉悦身心。

轮滑：
趣味运动 收获健康

轮滑新手训练方法主要有如
下几种：
1.�移动重心的练习

(1)原地站立与踏步 穿好轮
滑鞋， 两脚平行站立， 脚分开肩
的宽度 ， 两腿微屈 ， 上体稍前
倾， 两臂自然下垂。 身体重心移
至左腿再把右腿稍抬起、 放下；
然后把身体重心移至右腿， 左腿
稍抬起、 放下。 反复进行练习，
逐渐加快速度。

(2)单脚支撑平衡 训练到可
以长时间原地站立， 才可以练习
单脚支撑平衡的技巧 。 训练方
法： 保持站立姿势， 手扶栏杆或
同伴， 尝试用一条腿支持自己的
重量， 另一条腿向侧伸出再收回
成开始姿势， 换脚重复以上动作。

(3)“八” 字行走练习 两脚
成外 “八” 字站立， 保持好站立
的姿势， 重心移至左脚上， 右脚
向前迈一小步， 重心随之移至右
脚上， 然后抬左脚向前迈一步，
重复上述练习。

轮滑对健康的积极作用

轮滑新手训练方法

2.�直道滑行
(1)单脚蹬地双脚滑

行练习 右脚蹬地， 将重
心推送至向前滑行的左
腿上 ， 右脚蹬地后迅速
与左腿并拢成两脚滑行。
接着用左脚蹬地 ， 将重
心推送至向前滑行的右
腿上 ， 左脚蹬地后迅速
与右腿并拢两脚滑行。

(2)直道滑行方法 上
体前倾， 肩背稍高于臀部， 两
手互握放于背后或自然摆动 ，
腿部弯曲， 上体与地面成 15～20
度角， 膝关节成 90～110度角， 踝
关节成 50～70 度角。 保持这种
姿势做单脚蹬地、 单脚支撑惯
性滑行练习。

(3)摆臂动作 有力的摆臂是
顺着身体纵轴前后加速摆动， 当
两臂向上摆动时， 可增加蹬地腿
的蹬地力量。 同时， 两臂摆动越
快， 身体重心的移动也越快。 要
提高滑动的频率， 就必须减小
摆臂的幅度， 加快摆臂的频率。
3.�停止法

在滑行中， 有时需要及时停
止滑行， 所以在初步掌握滑行基

本动作的同时， 就要学会停止
滑行的方法。 常用的停止法有

“T” 形停止法和双脚急停法。
(1)“T” 形停止法 在向前

滑行中 ， 将重心放在右脚上 ，
右膝弯曲， 同时抬起左脚横放
在右脚后成 “T” 形， 然后以左
脚四轮的侧面摩擦地面， 减缓
滑行速度， 直到停止滑行。

(2)双脚急停法 在向前滑行
中， 两脚并拢， 两脚同时向逆
时针方向 (或顺时针方向) 转体
90 度， 右脚以内侧轮、 左脚以
外侧轮压紧地面， 同时屈膝后
坐， 上体前倾， 身体向左 (右)
倾倒， 两臂前伸， 两脚用力压
紧地面， 就会停止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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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滑安全注意事项


